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工程及宁波至奉化城

际铁路工程综合监控系统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
发改审批【2014】653号文、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浙发改
设计【2016】33号文和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5】445号文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标范招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公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条件：

（1）在我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
人民币及以上（如外币注册的按开标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中间价进行转换）；

（2）具有系统软件平台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专项授权书，
若综合监控系统软件为投标人自己开发的，则应提供国家版权
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3）具有有效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核发的信息系统
集成及服务贰级（含）以上资质。

3.2信誉要求：
（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

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1月1日以来）无行贿犯罪记录。
3.3其他要求：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80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缴纳方式及截止时间(详见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为2017年5月8日

9:30时，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6.2逾期送达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

bidding.com.cn）、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www.bidding.
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电话：0574-88390287

宁波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及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工程综合监控系统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17GC070037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综合监控系统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445号批准建设，项目招
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
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条件：

（1）在我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注册资金在 5000万元
人民币及以上（如外币注册的按开标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中间价进行转换）；

（2）具有系统软件平台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专项授权书，
若综合监控系统软件为投标人自己开发的，则应提供国家版权
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3）具有有效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核发的信息系统
集成及服务贰级（含）以上资质。

3.2信誉要求：
（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

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1月1日以来）无行贿犯罪记录。
3.3其他要求：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80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缴纳方式及截止时间（详见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

9:30时，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6.2逾期送达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

bidding.com.cn）、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www.bidding.
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74-87179297

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综合监控系统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17GC070038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江北膜幻动力小镇客厅建设项目已由宁波市

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北区发改基 2017〔305〕号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自筹，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
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总承包监理服务
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区慈城镇“膜幻动力小镇”，东至许嘉

路、南至规划路、西至皇吉浦河、北至庆丰路的30亩商业地块。
建设规模：用地面积1853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3100平

方米。
总投资：44752万元。
建设项目工程费用投资额：32041万元。
工程类别及等级：房屋建筑工程1类。
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个。
质量控制目标：同总承包质量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同总承包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总承包工期要求。
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本工程总承包的全过程监理（包括

勘察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保修期阶段）。
监理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保修期结束。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中须具有 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
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 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
统审核通过。

3.2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 总监理工程师资格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

格，注册专业房屋建筑工程，并提供总监理工程师相关资格证
书、有效的劳动合同及由社保部门在 2016年 9月-2017年 2月
期间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

3.2.2 总监理工程师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
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要求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1）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系统中未解锁项目

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
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
完工证明材料；（2）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人员均须提供相关
资格证书、有效的劳动合同及由社保部门在 2016年 9月-2017
年2月期间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投标人及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
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市
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无行贿
犯罪记录。投标人应在2017年4月24日16时之前，将招标文件
最后一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标人组织机构
代码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身
份证复印件，投标人已办理五证合一的无须附组织机构代码
证）交至招标代理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投标，
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5 日至 2017 年 4

月 12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11：
00，下午 2：00—4：00（北京时间，下同），可持宁波市招投标有
形市场交易IC卡原件在慈城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12
号窗口（慈城尚志路 60号）购买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
的，招标（代理）人将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3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慎重购买。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形式：银行转账支票或银行电子汇票
收款人：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会计核算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慈城支行
银行账号：39105001040001879
5.2提交截止时间 2017 年4月24日（北京时间，以资金

到账时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示范文本“投标人须知”第3.6.3
条款，联系电话: 0574-87527582。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
见当日公告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
理）人将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 标 公 告 同 时 发 布 在 1、（网 站）www.bidding.gov.cn、

www.jbggjy.cn。
2、（报刊）：宁波日报。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777弄6号
联系人：余勇强
电话：0574- 87646313
招标代理人：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8号涌金大厦6楼
联系人：屠世侠
电话：0574-87375708
传真：0574-89077720

江北膜幻动力小镇客厅建设项目（监理）招标公告

A10 NINGBO DAILY文体新闻//广告
2017年4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 路 电话/87682816

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张瑜

近日，位于鄞州区南部商务区
水街的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乡
音袅袅，曲韵悠悠，“传统戏剧濒
危项目 （甬剧） 培训班”开班仪式
在 这 里 举 行 。 培 训 活 动 为 期 18
天，梅派弟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胡芝风
和“梅花奖”得主王锦文为 30 名
学员授课。

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来自各行各
业，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其中还有 2 名小学生。8 岁的陈雅
忻年纪最小，是鄞州区宋诏桥小学
二年级的学生。陈雅忻 5岁时以甬
剧 《杜鹃》 选段参加浙江少儿春
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2 岁的
钟佳宁因为外婆痴迷甬剧，耳濡目
染，喜欢上了甬剧。她 4岁那年就
跟着王锦文学习甬剧，曾登上央视

“快乐戏院”的舞台，演唱 《双玉
蝉》选段。

当天，胡芝风从北京赶来参加
开班仪式，她给学员们上身韵、表
演、发声课。国内京剧爱好者中曾

兴起“胡芝风旋风”，来源于 1981
年她主演的 《李慧娘》。这出获文
化部嘉奖的剧目被拍摄成同名戏曲
影片，风靡大江南北。胡芝风从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后，留院
从事戏曲理论研究、讲学和导演工

作。多年来，她一直关心宁波的戏
曲发展，曾来甬参加过“地方戏曲
的传承与创新”主题论坛和“梅花
飘香”戏曲晚会活动等，并在宁波
文艺学校教戏曲基本训练课。2000
年，王锦文担任甬剧团团长时曾请

胡芝风改编并导演甬剧《双玉蝉》。
她在排戏的同时，还训练全团演员
的发声和表演技巧。“胡老师教戏
深入浅出，在她的指导下，当时我
好像一下子开窍了，知道怎样的身
段好看，怎样的发声好听。这次甬
剧培训班，我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向
胡老师学习。”王锦文告诉记者。

胡芝风说，戏曲艺术是“角”
的艺术，有时候甚至是一个“角”
代表一个剧种，因此出人出戏很重
要。“我不可能 18天教出国家一级
演员，但我可以为优秀的学员画龙
点睛，为零基础的学员打开一扇
门。”她还跟学员们说：“除了上课
时间，你们可以随时找我练，我之
前在香港教演员时，在电梯里就跟
他们做示范。在我这里学会了以
后，一定要回家对着镜子练。对演
员来讲，家里什么家具都可以不
要，一定要有一面镜子。”

据悉，本次培训对学员费用全
免。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任
王锦文介绍，4月26日学员们将在
海曙区广德湖剧院汇报演出折子
戏。此后，还将去省里汇报演出。

师带徒甬剧培训班开班
大部分学员二三十岁，最小的八岁

近日，浙江省第四期传统戏剧濒危项目(甬剧)培训班开班仪式在甬举
行。图为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学员演唱甬剧唱段。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宁海记者
站陈云松） 日前，宁海县书画家雪
野、陈龙书法美术作品展和重庆市
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优秀作品展
在重庆市璧山区正则中学举行。璧
山是潘天寿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两地书画家以艺术交流的形
式，纪念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缅
怀大师在重庆的岁月。

潘天寿，浙江宁海人，国画大
师、著名美术教育家。1940 年，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昆明呈贡安江
村迁往重庆璧山县城天上宫，潘天
寿出任教务长。其间，因家中变
故，潘天寿于 1941 年暑假后离开
璧山回浙江缙云探亲。在璧山国立
艺专期间，潘天寿与画家吕凤子开
创了将国画科独立成系的先河。潘
天寿先生在璧山短短 10 多个月的
教学生涯，教授了一批学生，对璧
山当地的影响深远。

缅怀潘天寿先生
的重庆岁月

浙渝共办
书画展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倪东 王志） 昨日下午，好莱坞编
剧艾迪·所罗门等 4位欧美导师受
邀抵达宁波，于今天上午在南塘老
街城南书院举行的全球影视大师
班上授课。此次活动由宁波广电集
团、市文联、市广播电影电视学会、
市微电影协会、英国诺丁汉大学等
联合举办，旨在提高宁波影视从业
人员的业务水平。

据介绍，艾迪·所罗门是著名
的美国作家、制片人、导演、编剧
及独角滑稽戏演员，他的代表作
有《黑衣人》《惊天魔盗团》《x 战
警》系列等，2016 年他完成了长达
12 小时的电影巨制《马赛克》，目
前正倾力打造电影《隐形人》。他

说，此次培训不是传统的被动式
授课，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研讨会
等创新方式，加强学员和培训教
师间的互动——开放式对话与交
流，以分享各自国家行业内的实
践和经验，增强培训效果。

据悉，大师班将围绕好莱坞
故事大纲创作、《惊天魔盗团》等
经典电影案例，就好莱坞编剧创
作的原理、美国影视故事的结构
与风格、对当代中国观众吸引度
的辨识等展开研究讨论。

与他一起前来开课的欧美导
师还有美国著名导演赖恩·罗、
英国诺丁汉大学影视研究副教授
朱利安·斯金格博士和尼基李博
士。

全球影视大师班宁波开讲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俞学丰） 2017 年甬超联赛小组
第五轮也就是小组最后一轮比赛
前天在宁波杭州湾赛区与宁波工
程学院同时进行。最终大榭银
博、慈溪美斯途 DP、北仑飘逸.
新城、象山半岛、江北百威聚
心、鄞州康发、宁海蒙恩、海曙
首发队从各小组出线，晋级八
强。八强战将于本周六、周日在
富邦体育场举行。

第五轮第一场比赛在余姚腾
宇与象山半岛队之间进行，余姚
腾宇队必须不输给象山半岛队才
有可能出线，象山半岛队只要一
个平局就可以出线。结果象山半
岛 队 以 2∶1 获 胜 ， 顺 利 进 入 八
强。在八强战中，象山半岛队将
对阵江北百威聚心队。

之前三战三胜打进 23球未丢
1 球的大榭银博队在第五轮对阵

已经出局的东钱湖凯通队，最终大
榭银博队以 4∶0战胜对手，小组赛
四战四胜晋级八强。在八强战中，
大榭银博队将对阵海曙首发队。

第五轮出线最为关键的一场
比赛是海曙首发队与高新圣龙峥
嵘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开始之
前，由于象山半岛队 2∶1 战胜余
姚腾宇队，形势很明朗，海曙首
发队和高新圣龙峥嵘队的比赛谁
胜谁就能拿到最后一个出线名
额。海曙首发队在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以 2∶1逆转获胜，这是这支
球队首次进入淘汰赛。

本轮慈溪美斯途 DP 队以 7∶2
战胜江北百威聚心队。在八强战
中，慈溪美斯途 DP 队将对阵宁海
蒙恩队。北仑飘逸. 新城队与鄞州
康发队在本轮比赛中 3∶3打平。两
队将在八强战的比赛中再次相遇，
届时又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甬超联赛小组赛结束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朱学文 陶丽莎） 4 月 10 日，为
期四天的第 57 届法国昂西国际动
画电影节中国赛区开幕式暨 2016
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优秀作品中
国放映会在宁波南苑环球大酒店
举行。

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始
办于 1960 年，在每年六月举行，
是世界四大动画电影节中举办历
史最长的国际动画节，享有“动
画界奥斯卡”等盛誉。

据介绍，这次法国昂西国际
动画电影节中国赛区花落宁波鄞
州，主要是鄞州区一直把动漫创
意等新兴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给予大力的政策扶持。
目前，全区拥有各类动漫游戏企
业 30 多家，原创动画片产量已连
续多年名列全省第二，目前已被
列为“国家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基
地”。

这次活动由鄞州区人民政府、

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宁波国家广告
产业园、市青年创业创新协会等联
合举办。活动期间，将专项授权放映
2016年世界动画电影获奖作品。从
今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推荐上
报的 135部动画作品中评选出 9部

入围优秀获奖作品，其中 1部作品
代表中国参加法国昂西国际动画
电影节最高奖项的评奖竞赛，并将
获得动画人才扶持基金奖同时获
得昂西电影节评审、国内外动画大
师为期3天的免费培训指导。

“动画界奥斯卡”来到宁波
第57届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中国赛区开幕仪式举行

开幕式上，中国参赛选手演示创业的动画作品。 （周建平 摄）

2017年“中迪-春芽杯”第18届宁波市幼儿围棋赛暨宁波市围棋教
育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前天在宁波七中举行。400多名小棋手参加了本次
比赛，最终宁波高新区实验幼儿园获得幼儿园总团体冠军。余姚棋院获
得甲组团体冠军。 （胡龙召/摄 姬联锋 忻志华/文）


